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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合作伙伴：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虚拟多于现实的时代。

因此，我们怀着极大的热情开发了数字“工具”，
即使在差旅受到限制和贸易展览会取消的情况
下也能与客户保持联系。在数字化过程中，通过
虚拟展示厅和使用交互式安全帽摄像机连接我
们服务工程师与莱纳赫专家的契机，我们已经达
到了两个重要阶段。在本期中，将向您详细介绍
这些进展的更多信息。

通过西班牙客户 CELO 的成功故事，将让您深入
了解这家公司如何成功地在汽车行业生产中使
用卡锣萨尔维机床。

在有关伺服直驱装置的文章中，可以了解到 
Hatebur COLDmatic CM 725 的惊人扩展潜力。最
后部分展示了将一级供应商 GKN Driveline 使用
三十多年的 AMP 70 锻压机更换了机体后，这台
机床再次达到且甚至超过其先前的性能数据：通
过针对性措施让大型设备长期运行的良好示例。
经过一年半的项目准备后，基体被更换，并于六
个月后进行了首次系列试运行，可谓各个专家团
队之间全面合作的完美典范。

非常高兴推出最新一期 Netshape，希望您喜欢
这些内容丰富的故事。

祝您身体健康，信心十足， 
谨致问候

首席执行官�
Thomas Christoffel 

CEO�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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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资讯
哈特贝尔全球新闻���

哈特贝尔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尽责行事与取得经济上的成功并不
相互排斥，而是相辅相成。我们希望
商业合作伙伴、上游供应商和员工
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并采取相应的
行动。

本着这种态度和意愿，在哈特贝尔
我们秉承可持续发展理念，且已开
始付诸行动。

我们已将可持续发展理念深深地融
入到供应商、商业合作伙伴和员工
的行为准则中。此外，我们已经能够
通过客户成功完成可持续性主题的
相关审核。

“仅仅知道还不够，必须身体力行。
仅仅愿意还不够，必须付诸实践。”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在哈特贝尔工作�35�年�
�

姓名：Andreas Matt  
职位：战略项目主管 
在哈特贝尔的工作时间： 
1986�年�3�月至今�

�

2021 年 4 月底，Andreas Matt 结束
了在哈特贝尔 35 年的职业生涯。最
初加入哈特贝尔时，他在销售咨询
部门担任一名工程师。在与客户打
交道时他非常努力，心态开放而且
乐在其中，因此很快就开始多次赴
海外出差。此外，在工作同时，他还
接受了专业培训，迅速积累了大量
专业技术知识。他以极大的热情研
究并参与了成型工艺和机床方面的
创新与发展。 
 
Andreas Matt 管理过公司多个部
门，曾是公司高管和管理团队的成
员。多年来，通过在销售、开发和采
购部门从事的不同工作，让他对公
司有了全面的了解，并为他的各个
团队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 
 
他曾参与、支持和促进了许多重要
议题，对公司的成功做出了重大贡
献。祝愿 Andreas Matt 在人生的下
一阶段一切顺利，身体健康。

在哈特贝尔工作�30�年

姓名：Guy Pfendler  
职位：电气工程部门员工� 
在哈特贝尔的工作时间： 
1991�年�3�月至今
 
 
1991 年以来，Guy Pfendler 一直在
哈特贝尔的电气工程部门工作。 
入职后，他主要从事电子棒料料头
踢料器编程工作。他优化了硬件， 
并定期开发软件。现在，该系统可以
帮助优化流程并显示机床进给系统
的重要诊断数据。因此，电子棒料料
头踢料器帮助提高了哈特贝尔热成
型机的工艺可靠性和经济效益。 
Guy Pfendler 曾前往世界各地拜访
客户，并现场参与了改装附件、提供
培训和开发解决方案的工作。

在哈特贝尔工作�25�年

姓名：Serge Maillard  
职位：电气工程部门员工��
在哈特贝尔的工作时间： 
1996�年�2�月至今

Serge Maillard 在哈特贝尔的职业
生涯从电气工程部门开始。过去 25 
年中，他在装配厂和全球各地客户
处调试了大多数大型 HOTmatic 机
床。此外，他还负责开发工作和旧式
控制组件的持续更换。目前，他的工
作重点在于 HOTmatic AMP 50 和 
AMP 70 机床的工件传输监控系统
以及新一代控制系统。他每天都与
同事分享自己丰富的知识。

祝贺 Serge Maillard，期待以后继续
携手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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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都：马德里      领土：西班牙大陆、巴利阿里群岛、加那利群岛、�
北非海外属地�(休达和梅利利亚)

西班牙国家概况

常住人口：
4710�万

= 500 万

国土面积：
505,970 km²

最大城市：     马德里 320 万     巴塞罗那 160 万
  巴伦西亚 79 万     塞维利亚 69 万     萨拉戈萨 68 万

Rafael Nadal (网球选手)
Salvador Dalí、Pablo Picasso、�
Francisco de Goya (画家)
Plácido Domingo (歌剧歌手)
Don Quixote (米格尔·德·塞万提斯小说
的小说人物)

23.2 %
工业 

74.2 %
服务业

2.6 %
农业

西班牙名人

旅游胜地

事实和数据
西班牙

西班牙最高山峰泰德峰，海拔 3715 米。 
相比之下，马特洪峰海拔 4478 米。

5000 m 
4000 m 
3000 m 
2000 m 
1000 m

0 m

文化 美食

西班牙典型的文化传统包括 
斗牛和弗拉门戈舞蹈。

西班牙特色菜包括
西班牙海鲜饭
西班牙凉菜汤
玉米饼
西班牙小菜
西班牙果酒

最高山峰

经济

圣家族大教堂 (巴塞罗那)、阿尔罕布拉
宫 (格拉纳达)、普拉多博物馆 (马德里)、
多个岛屿、布拉瓦海岸、阳光海岸

四大出口商品
1. 车辆和机床
2. 葡萄酒
3. 石油产品
4. 水果和蔬菜

语言

西班牙语 
加泰罗尼亚语
加利西亚语
巴斯克语

GDP (单位：十亿美元)
1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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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虚拟展示厅

莱纳赫 �目前，全球范围的重要贸易展
览会推迟或完全取消情况已经持续一年多时间。
这意味着失去了与客户和相关各方进行交流以
及展示最新产品和开发的关键平台。哈特贝尔以
此为契机，打造了新的创新平台，且自今年春季
已投入使用。在虚拟展示厅中，可通过令人印象
深刻的方式查看和体验哈特贝尔和卡锣萨尔维
全系列机床和服务组合。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全球几乎所有重要贸易展
览会都已推迟或取消。充其量不过是以数字方式
举行研讨会或会议之类的个别活动，但无法与参
与者个人交流。但是，正是通过对市场、发展和趋势
的个人交流和讨论，才让此类活动显得十分重要
和充实。

2020 年秋季，哈特贝尔没有等待疫情结束，而是决
定创建平台，以促进个人交流并展示产品和服务  –
即使无法亲自参加活动，至少可以在共享虚拟展
厅中进行。因此，在六个月的时间内，一个小型项目
团队提出了一个创新解决方案，将许多人已经熟
悉的数字贸易展览会与会议平台融为一体。如同 
WebEx、Teams、GoToMeeting 等疫情期间已经不
可或缺的平台一样，哈特贝尔虚拟展示厅也具有
通过链接参加个人会议、展示产品和服务或讨论
项目的功能。因此，哈特贝尔和卡锣萨尔维广泛的
机床产品组合得以以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展现。

文本：Reinhard Bührer
图片：哈特贝尔/cueconcept  

我们坚信，在疫情之后，真正的贸易展览会仍将继
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通过哈特贝尔虚拟展示厅，
我们打造了一种新的工具，可以与客户和相关的
各方进行有效的交流，而无需花费大量时间去参
加贸易展览会和专业会议。

� ��哈特贝尔全球新闻

立即预约，以共享方式访问我们的虚拟展
示厅。 

sales@hatebur.com/Tel. +41 (0) 61 716 2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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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演示中心�–��
卡锣萨尔维 CS 001 RF

东京 � 哈特贝尔日本株式会社员工在日
本东京建立了新的演示中心。现在，我们在日本
及其周边国家的客户和相关各方无需前往意�
大利即可体验卡锣萨尔维一模二冲镦锻机�
CS 001 RF的运行情况。

旅行限制已经持续多月。因此，我们在日本的团
队利用此次契机创建了新的演示中心，其中首次
展示了卡锣萨尔维 CS 001 RF 机床。

这款一模二冲锻压机可在冷成型过程中提供最
高的生产率。该锻压机特别适合生产非常小的部
件，且采用了最新和最先进的技术进行开发。它
能够以极高的速度生产实心部件 (每分钟最多 
660 个部件)。

文本：哈特贝尔
图片：哈特贝尔� 

受新冠疫情的限制，非常遗憾我们无法接待访
客，但我们希望局势很快恢复正常。我们将持续
告知您最新情况，并希望尽快在现场接待访客。

是否希望参观展示的机床，并得到相关说明？请
进行预约，然后在方便时访问我们的演示中心。
info.jp@hatebur.com，电话：+81 (0) 3 5843 7445

卡锣萨尔维 CS 001 RF 规格参数：
_ 最小/最大线材直径 1  0.6–2.2 mm
_ 最大柄长 22 mm
_ 最大料段长度  35 mm
_ 最大镦锻直径  65 mm
_ 两个半空心部件的最大速度 2) 600 个部件/分钟
_ 两个实心部件的最大速度 2) 660 个部件/分钟
_ PKU 冲程  6.5 mm

1) 3 mm，配专用套件
2) 取决于所用材料和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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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新的控制系统�–��
符合工业4.0标准

莱纳赫 � 每台哈特贝尔成型机床的核心
在于�PLC，即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1994 年，第一台配备西门子 S5 控制系统的哈特贝
尔机床交付。从 1999 年开始换成西门子 S7-300 和 
S7-400  控制系统。现在，我们正在转向最新一代西
门子控制系统 S7-1500。

更换控制系统始终涉及到大量工作并具有一定程
度的技术不确定性，但同时也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现在，我们利用机会将安全技术集成到控制系统
中，这意味着不再需要外部安全控制系统。这样就
节省了控制柜中的空间，简化了编程，增加了灵活
性并方便提供支持。

西门子 TIA 框架用于编程。TIA 表示“全面集成自动
化”，为控制、安全、保障和可视化等功能提供单一
接口。

因此，所有设备均通过  PROFINET  联网，传感器通
过  IO-Link  连接，确保始终与控制系统进行高级数
据交换，并为连接机床数据记录奠定了基础。

通过西门子 S7-1500，机床已为未来做好准备。该控
制系统为测量和生产数据记录、BDE 连接或预测性
维护之类的任务提供通用接口。另外，也可进行能
源管理。

文本：Stefan Götz,�Oliver Maritz
图片：哈特贝尔� 

所有设备通过 PROFINET 和以太网联网。

哈特贝尔成型机控制柜中的现有西门子 PLC。

与以前一样，Secomea 用于远程访问。由于通过 
PROFINET 和 IO-Link 进行了一致的联网，因此可以
为配备 Secomea 的机床提供有效支持。

� ��服务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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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Bernhard Hagen
图片：CELO  

公司：CELO S.A. 
地点：Castellar del Vallès，�
西班牙�
员工：近�400�名�
年销售额：6700�万欧元�
机床：14�台卡锣萨尔维镦锻
机�–�CS 001、CS 002、CS 003 
批量：1000�至几百万件�
主要市场：西班牙、德国、�
美国、中国、法国、匈牙利、�
波兰和墨西哥�

CELO�–�携手卡锣萨尔维
镦锻机迈向未来

西班牙 � 在� 2018� 年线缆及线材贸易展
上，西班牙高精度技术螺钉制造商� CELO� 的专家
参观卡锣萨尔维的展位时，看到了超快一模二冲
镦锻机� CS 001�的工作情况。经过讨论、评估和深
入测试后，CELO�决定将其旧镦锻机更换为最先
进的卡锣萨尔维镦锻机，以提高生产率、质量并
让员工以符合人体工程学的方式工作。从此，双
方开始合作，并取得了出色的成果。

CELO 于  1963 年由两名年轻工程师创立。成立初
期，这家西班牙公司为电视、电子和家用电器制
造商提供高精度紧固件。Ramón Ceravalls 于 
1989 年加入公司，现任 CELO 总经理。他讲述道： 
“当时公司的想法是按照最高质量标准打造专
用紧固件，以满足要求苛刻的产品和安装要求。”

从那时起，公司在固定和紧固解决方案的生产中
遵循着最高精度和最高质量的标准，并已发展成
为国际性企业。CELO 在西班牙、德国、中国和美
国开办了制造工厂，并在四大洲设有十个物流中
心。公司已成为全球汽车、电气材料、电子和家用
电器领域领先企业的主要供应商。Ceravalls 先生
解释说：“我们专门生产直径 1.5 毫米到 M8 的自
攻锁紧螺钉。此外，在美国，我们可以生产 8 到 16 
毫米范围内的螺钉。”CELO 设计和制造各种材料 
(钢、纤维增强塑料和轻合金) 的定制部件。

扩张之路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CELO 增长强劲并进入新的
市场：首先，物流和销售扩张到了法国，之后进入
东欧、土耳其和墨西哥。2006 年，在中国开设了
一家小型螺钉工厂。2009 年，CELO 收购了德国 
MEA Befestigungssysteme GmbH。五年后，该公
司在墨西哥成立了一个新的物流中心。其他扩张
步伐包括收购美国密歇根州 Trident Fasteners 公
司以及在智利圣地亚哥和迈阿密开设新的物流
中心。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这家家族企业分成了两个
部门：工业部门，专门生产用于塑料和金属的小
型技术螺钉；建筑部门，最初销售用于木材、铝和
金属结构的小型螺钉，但后来扩大了产品组合，
纳入了固定和支撑系统。

Castellar 
del Vallè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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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基础
在 2018  年杜塞尔多夫线缆及线材贸易展上， 
CELO 的决策者参观了卡锣萨尔维展位。展品：卡
锣萨尔维机床中的“法拉利”：CS 001  一模二冲镦
锻机，每分钟最多可生产  660  个紧固件。这一卓
越技术和速度引起了 CELO 专家的兴趣。Ceravalls 
先生说：“我们计划更换所有旧的一模二冲机床，
且当时正在寻找能够帮助我们为未来打下基础
的解决方案，即提高生产率、质量和符合人体工
程学。”从总经理到工厂经理，再到车间工程师和
生产团队，共有超过 15 人参与了这一战略流程。

创新领袖
该公司总部位于巴塞罗那西北 40 公里的小镇卡
斯特利亚尔德尔瓦列斯，目前拥有近 400 名员
工，年销售额超过 6100 万欧元。2021 年，CELO 计
划将其销售额增加到 6700 万欧元以上。CELO 产
品交付给全球 100 多个不同国家的 5,000 多家客
户。持续改进、注重细节和创新精神是 CELO 成功
的基石。该公司拥有多项专利，是世界技术的领
导者。Ramón Ceravalls 总结道：“我们的大多数客
户都在汽车行业，所以我们的产品在汽车应用中
无处不在。主要市场是西班牙、德国、美国、中国、
法国、匈牙利、波兰和墨西哥。”

位于 Castellar del Vallès 
的 CELO 工厂。

CELO 生产系列中最具
代表性的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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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年的准备工作后，该公司决定购买卡锣萨尔
维机床并升级生产流程。Ramón Ceravalls 说：“我
们制定了远大目标，希望减少设定时间和机床停
机时间，提高加工速度，并让员工的工作更加符
合人体工程学原理。”

90％�的产量依靠卡锣萨尔维机床
Ramón Ceravalls  说：“目前，我们拥有  14  台卡锣
萨尔维机床，且第 15 台机床很快也将投入运行。” 
CELO 实行三班八小时工作制，一台 CS 001 机床
每月可生产一千万个零件，CS 002 机床可生产七
百万个零件，而 CS 003 可生产三百万个零件。总
而言之，该公司总产量的 90％ 以上由卡锣萨尔
维镦锻机生产。批量在 1,000 件到几百万之间。在
成型流程之后，CELO 技术人员将执行其他生产
流程，例如搓丝、热处理、有机涂层和包装。最先
进的激光和光学智能检测技术保证了产品的高
质量标准。

培训是关键
在决定购买卡锣萨尔维镦锻机后，该公司制定
了详细的培训计划，以实现从旧机床到新机床
的平稳过渡。Ceravalls 先生说：“大部分培训在
我们的工厂中进行。此外，我们的员工还多次前
往意大利拜访卡锣萨尔维专家。不幸的是，
受 Covid-19  疫情的影响，培训无法完全以面对
面交流的方式完成。许多机床于  2020  年  3  月 
开始交付，当时意大利和西班牙都出现了疫
情。”不过，培训以远程方式继续进行。

在刚刚使用一段相对较短的时间后，卡锣萨尔
维机床就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Ceravalls 强调
说：“毋庸讳言，卡锣萨尔维屹立于一模二冲技
术的巅峰。对于我们而言，快速切换和非常快的
生产速度属于重要优势。但最关键的因素是对
新操作人员简便有效的培训以及交叉功能。”据 
 Ceravalls 所说，其中一个主要优点是出色的稳
定性。他说：“这意味着质量更高、刀具消耗更低
且需要的手动调整更少。”

拥有 15 台 (14 台，第 15 台即将配置) 机器的生产车间。

客户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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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未来！
通过新的生产装备，CELO 决策者为未来做好了
准备。CELO 面临的挑战在于需要提供适合客户
工厂装配线的非常稳定的零件。装配线对于螺
钉的细微差别越来越敏感，因此稳定性和效率
至关重要。“我们相信，通过卡锣萨尔维镦锻机，
我们具备了提供最高水平稳定性的能力。”

在谈到未来的潜在挑战时，Ceravalls 认为电动
汽车并非其业务的威胁，而是一种机会：“在电
动汽车中，许多大的螺栓被小型紧固件代替，且
数个使用大螺钉的机械部件也被使用小零件的
电子部件代替。看起来电动汽车需要的我们生
产范围内的紧固件甚至比内燃机汽车还更多！”

未来其他挑战还包括工业 4.0。Ceravalls 先生： 
“紧固件行业属于非常传统的行业。按照工业 

4.0 标准，所有工作必须从头开始。我们的优势在
于我们拥有一支渴望提升的团队，但我们需要集
中精力和培训。最初的一些步骤已经完成，如全
自动的 OEE  (整体设备效率) 控制，但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

从开始合作到现在，团队精神、技术知识、信任和
透明性是 CELO 和卡锣萨尔维成功建立合作伙伴
关系的基础。两家公司的专家团队定期分享专业
知识，并共同开发临时解决方案。结果不言自明。

CELO 团队 (左侧) 和 CELO 老板 (右侧)。Núria López 和 Ramon Ceravalls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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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M. Meyer
图片：哈特贝尔� 

智能安全帽�–��
提供创新的技术支持

莱纳赫 � 我们克服疫情和当前旅行限制
相关障碍的示例便是最近使用的智能安全帽。

智能安全帽是授权工程师的穿戴设备，与通讯软
件相结合，能够连接位于瑞士莱纳赫的技术人
员。这样，就可以实时看到戴着安全帽的工程师
在客户现场所看到的画面。安全帽设备包括带麦
克风的耳机、摄像头、无线连接，可感知方向和温
度的传感器、以及智能电池系统。

这种完全一体化的智能、增强现实设备可提供创
新型技术支持。它将提供智能帮助，通过文本、图
标、图像和绘图让工程师与指令连接起来，以完
成他们的任务。例如，智能安全帽系统允许工程
师实时访问和发送相关活动的数字数据 (照片或
文件)。其可实现高分辨率的图像捕获和图像实
时标记，且允许与多个参与者进行支持会议，包
括视频记录和回放。

2021 年 3 月以来，哈特贝尔已经有两个设备投入
使用。目前的机床调试期间，这些都在客户场地
使用。

我们相信，在拥有成功的经验后，以后智能安全
帽也可以用于维修工作和模具测试。智能安全帽
是哈特贝尔朝着数字世界迈出的又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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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帽套件已准备就绪，可在生产现场轻松快速
使用。维修工程师只需打开包装即可使用 – 即插
即用系统可与远程用户连接。

当然，需要在获得客户许可且符合当地数据保护
法规的情况下，才能使用智能安全帽。此外，所收
集数据仅用于特定目的，不会公布。

您获得的优势：
•  现代且快速的解决方案
•  瑞士专家的专业远程支持
•  避免专家前往客户现场需要的昂贵且费时的差旅
•  客户现场即时干预
•  通过文字、图标、图像和绘图进行指导，更加方便理解
•  实时访问和发送数字数据
•  高分辨率图像捕获
•  允许多人参加会议和提供支持
•  附加便携式摄像头提供实用第二视角

在客户生产工厂安装新的哈特贝尔 HOTmatic 
AMP 20 N  期间，哈特贝尔维修工程师 Peter 
Weissheim 使用了这款安全帽。在检查和检验机
床期间，他在瑞士莱纳赫的同事提供了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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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服直驱装置�–��
应时而生

莱纳赫 �通过过去� 20� 年在伺服驱动功
能方面的经验，哈特贝尔为伺服直驱装置的开发
奠定了基础。从而可将高水平的动态特性与出色
的性能融为一体，且其中考虑到了运动中所有机
床部件的机械存储能量。这一设计使伺服技术可
以用于主驱动装置，从而在锻压机技术中开辟了
新的领域。

机械驱动的缺点在于适应运动顺序非常费力。对
于本地驱动技术，例如伺服电机，即使在使用多
年后也可以通过新的功能对机床进行升级和改
进。前提是选择的部件需要考虑到未来可能的需
要。哈特贝尔 COLDmatic CM 725 配备直驱装置，
可提供与标准机床相同的成型性能，而锻压机主
滑块的运动可在大范围内根据工艺进行调节。锻
压机能以更加通用的方式使用，且可以更准确地
适应客户和相应工艺的需求。

文本：Andreas Maritz�和�Carsten Sieber
图片：西门子集团和哈特贝尔� 

给操作员带来的好处
我们的一些操作员已经近距离亲身体验了新的
驱动装置。体验的结果是极其正面的。机床设定
完成后，许多好处一目了然。相比传统主驱动装
置，直驱装置可以更轻松、更精细地移动，且在响
应特性方面表现的更可预测。

另一亮点是手轮。其赋予更好的机床使用感受，
进一步提升了定位和精确设置时间。

节省模具加工时间
该驱动理念的另一优点在于，可在精确调节冲模
位置和时间的同时以设定模式成型部件。另外，
也不再需要费时的飞轮加速和减速，从而节省了
设置新部件时的加工时间。

手动控制面板有助于机床的精确定位，且可精确设置时间。
图片来源：西门子集团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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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驱装置不仅仅能够替代传统驱动装置。通过此
选项，所有本地驱动装置均与虚拟引导轴相关，
可防止运动因重叠而彼此产生负面影响。其优势
在于，可干净且准确地执行所有本地驱动总成的
运动。

减少能量损失
通过直驱装置，所需能量存储在电容器中，而不
是飞轮中。此举不仅降低了机床的连接负载，而
且还大大减少了设置过程中的能量损失。在飞轮
关闭时总存储能量会损失，但通过直驱装置，能
量仍然存储在电容器中且可以立即再次使用。

您的优势：

  1. 流程相关的运动顺序

  2. 持续优化

 3. 在设定速度下成型时快速设置

  4. 通过手轮实现直观的机床操作

  5. 更高的位置精度

  6. 设置时更加符合人体工学

“通过直驱装置，可单独调节机床时间，从而让模具设计�
更加灵活，且增加了部件种类。此外，定位精度更高，�
便于安装。”�
�
Sotirios Andriopolous，工艺开发人员。

伺服直驱装置 (蓝色) 集高水平动态特性与高性能融为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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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performance.
Your advantage.

在兢兢业业地工作 30 年后，
哈特贝尔 HOTmatic 
AMP 70 HFE 成功翻新。

服务与支持  �

心脏手术�–��
Hatebur AMP 70 HFE  
机体更换

2010 年，特里尔 GKN Driveline 的经理们认为 20 
年已经足够：是时候更换现有的哈特贝尔 
AMP 70 HFE 热锻压机了。因此，他们订购并安装
了最大型的哈特贝尔锻压机，新款 HOTmatic 
HM 75 XL。那是十年前的事情了。没有人预料到
金融危机后经济强劲复苏以及汽车行业对订单
的巨大需求，所以旧的锻压机必须继续运转。令
所有人惊讶的是，机床一直都表现的非常出色。
特里尔  GKN Driveline  主管项目经理  Dominik 
Gangolf 说：“直到最后，AMP 70 都值得信赖，仍
以每周  20  个班次生产着高质量部件，每周最多
生产 165,000 个部件，令我们报以最深的敬意。”

采取重大措施的决定
但是，在锻压机基体上也发现了  30  年工作而产
生的磨损痕迹，可以看到微小的裂缝。更换还是
修理？这是个关键问题，在经过全面成本核算并
考虑了所有方面之后，决定进行维修。但需要采
取重大措施：更换机体。Gangolf 说：“这种更换简
直就像心脏手术。”特里尔 GKN Driveline 以前从
未有过这种经历。作为制造商的哈特贝尔已 
经与客户  GKN Driveline  合作多年。哈特贝尔的 
 Stefan Bühler 表示：“对于我们而言，这种事也并
不常见。”

特里尔 �即使哈特贝尔�AMP 70 HFE�这
样耐用的锻压机，20�年后也达到了产量极限，因
此�2011�年特里尔的�GKN Driveline�投入了一台新
的哈特贝尔�HOTmatic HM 75 XL�以替代旧机床。
同时，由于公司接受了大量订单，旧机床不得不
继续生产了近十年。现在，经过长期使用的�
AMP  70 HFE� 锻压机整个机体进行了更新，这堪
称一项重大成就，因为需要所有部件都发挥最佳
表现。2021�年春季，已有�30�年历史的机床再度焕
发新生。

文本：Jürgen Fürst，SUXES GmbH
图片：特里尔�GKN Driveline  

 
以独特视角了解 AMP 70 HFE 的核心： 
四个成型工位的驱动装置 (右)， 
总锻造力 15,000 kN。



法拉利车迷陷入疯狂
GKN Automotive 是一家全球性一级汽车供应
商，专门为宝马、奔驰、保时捷和法拉利等众多著
名汽车制造商提供汽车驱动装置部件。例如，保
时捷汽车采用了特里尔的驱动轴，以将巨大的扭
矩从发动机传递至车桥。没有什么能比这个项目
更让汽车界振奋的了。目前，公司正在生产法拉
利历史上第一款  SUV，即  F175 Purosangue  (译
为“纯种”)  的驱动轴。这一重大事件将让法拉利
车迷在 2022 年陷入疯狂。GKN Driveline 已经证
明有能力与法拉利 GTC4Lusso (F151) 一起参加汽
车赛事。

GKN Automotive 公司拥有  54 家工厂，总共 
27,000 多名员工，而特里尔工厂属于其中一家，
拥有将近 450 名员工，历史相对悠久。早在 1964 
年，Rheinmetall  便开始经营占地超过  13.5  万平
方米的锻造和锻压工厂，而 GKN 于 1993 年收购
该工厂。

高端汽车制造商的高端部件
如今，每年约有  8000 万精锻件离开这座古罗马
小城的工厂，锻件通过  12 台锻压机对近 80,000 
吨钢加工制成。其中主要为传动系统部件，例如
万向轴部件  (即销、轴和环)，从  100  克以下的冷
成型部件到几公斤的热成型部件不等。高端部件
包括万向节销，涵盖从 1.5 到 3.5 公斤之间的各种
型号。客户通常为其他 GKN 工厂，例如德国美因
河畔奥芬巴赫或萨克森州摩泽尔的工厂，这些工
厂会对部件做进一步加工。但是，许多 OEM 也直
接构成了客户群的一部分。

可靠的日常锻压机，确保高部件产量
哈特贝尔 HOTmatic AMP 70 HFE 热成型机性能
可靠，适用于生产多种部件。机床全自动运行，含
四个成型工位，总锻造力 15,000 kN，每分钟生产 
50 至 80 个直径最大 145 毫米且重量介于 400 克
至 5 千克的锻件。进给高度精确，确保了出色的
加工可靠性和重复精度。因此，可向机床输送直
径 36 到 75 毫米的棒料。

HFE 设备有助于在锻造温度下制造挤压零件。 
Stefan Bühler 解释说：“我们的客户主要将机床
用于锻造汽车和轴承部件，例如轮毂、齿轮毛坯、
轴承环和万向轴部件”。Gangolf 说：“多年来，这
款机床为我们生产了超过 3.5 亿个部件。具体数
字大概没有人说的准。”

使用 30 年留下了印记。必须拆下所有附件，以露出旧的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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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装开始之前需要�1�年半的准备时间
工作如下：拆卸 85 吨的热成型机机身。从大厅中
移出机床。放入新的机体。安装所有附件并安装
软件。最后，调试翻新的锻压机。在 2020 年 9 月
开始工作之前，项目经理已经进行了约一年半的
工作，对所有问题进行阐明、规划和讨论。旧的机
体于 10 月初被取下覆盖物并从大厅中移出，让
他们心情更加愉悦。同时，新机体放入大厅并放
置在地基旁边。

彻底检查和整理地基
在移出旧机体后，还对地基进行了彻底的检查和
修整。HOTmatic AMP 70 HFE 每天以最高 35,000 
次冲压和  15,000 kN 锻造力加工精密部件，持续
了三十年，在地基上也留下了自己的印记。11 月
初，经理们将全新机体放置在地基上。

顺畅的团队合作�–�携手合作，顺利无阻
必须拆下所有附件，以露出旧的机体。这尤其会
影响到整个管路的接线、全部电子设备（包括电
缆接线和控制系统）、以及剪切装置、传送单元和
顶出器等机构总成和锻件落下出料设施。维护技
术人员 Marcus Kasel 赞扬了这一过程：“整个团
队的合作方式令人印象深刻。” 

在迫切期望下：HOTmatic AMP 70 HFE 新机体到货。



新冠疫情和汽车行业危机为日程安排提供了机
遇
在整个项目过程中，三位哈特贝尔维护工程师在 
GKN 内部和外部均得到了注重任务的员工的支
持。多达  24  人参与了该项目。Gangolf  解释说：“
当然，新冠疫情和汽车行业危机给了我们可乘之
隙。” 另一方面，由于意大利生产的部件无法及时
提供，造成了与新冠疫情相关的延误。最后，重要
的是，必须建立涵盖感染风险的卫生概念。

改装六个月后开始试生产
在将新机体放置在地基上后，项目的关键阶段开
启，让所有参与的工作人员都很兴奋：现在需要
检查是否正确计划和准备了所有事情。希望一切
正常。是的，最终一切正常。在经过约六个月的改
装工作，2021  年  2  月第一批试制部件下线时，众
人欣喜若狂。150 纳米的病毒也无法阻止翻新的 
135  吨哈特贝尔锻压机在特里尔  GKN Driveline 
运行，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也感到非常高兴。

经过一年半的规划和协调团队协作，终于迎来了这个时刻。

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2 月，多达 24 位专家参与了该项目。

成功翻新之后，HOTmatic AMP 70 HFE 再次生产传动系统部件， 
例如万向轴部件、销和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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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纳塔尔 � 我们的锻压机用户为新开发
提供重要想法的情况并不少见。A M P  5 0  和�
AMP 70�上于�2020�年推出的锻件传送监控系统
便属于这种情况。通过内部开发，大众汽车的类
似系统已经实现了更高的工艺可靠性。

谁能始终完美无缺？即使哈特贝尔锻压机的锻件
传送系统也无法做到。锻件有时会丢失，仍然粘
连在冲头上或倾斜送入，不完整或两个锻件打在
一起。在大众汽车，德国保纳塔尔工艺优化负责
人 Björn Alexander Hesse 接受了挑战，并于 2012 
年获得毕业证书时开发了部件监控系统，让锻造
工艺更加可靠。我们和他聊了聊。

您开发这种系统的动机是什么？
一方面，作为齿轮毛坯制造商，我们非常重视为
客户提供高质量的部件。对于锻压机，这意味着
部件的重量、几何形状和纤维走向必须绝对正
确。另一方面，我们作为操作员还想要尽可能高
效和经济地运行系统。其中，必须尽可能排除锻
件传送故障导致的停机时间或维护费用。

您能否通俗地解释一下系统的功能？
这个想法是通过简单的  XOR  评估逻辑来检测机
械手臂的运动。为此，我们将控制侧电子棒料料
头踢料器连接至 Brankamp X7。ESA规定的成型
工位中的毛坯与输送机械手的有效/实际情况进
行比较。我们没有利用二进制传感器功能，而是
使用了模拟感应式位移传感器，其不会对重叠和
切换做出反应，但是会连续记录机械手的打开行
程，而不考虑轴向游隙的影响。在发生故障时，不
会立即触发离合器/制动器。相反，在与机床角度
进行比较之后，才决定是否立即停止机床，或者
锻压机是否在超过前死点位后停止在后死点上。

如何在各个成型工位上精确跟踪工件？
监控系统从机床控制系统接收信息，其中包括电
子棒料料头踢料器警报出口  (料段落料功能)  开
关状态的相关信息。只要出现这些信号，机械手
护套就会精确地分阶段关闭，并进行所有操作。
同时接合碎片限制装置，以检测是否仍有可能存
在材料。各项功能存储在成型阶段顺序有关的公
式中。因此，我们只需要在四个冲程内针对所用
机械手和所需锻造力对一个部件进行一次示教。
对于随后的锻件，则从第一个冲程开始进行全程
监测。

在将系统引入生产环境时，您需要注意什么？
最初，在初期阶段我和同事必须依靠直觉。渐渐
地，我们学到了越来越多的东西，不断优化设置
以满足我们的要求。该系统还可以检测到流程中
存在的问题，是很有用的辅助工具。

谢谢，Hesse�先生。

如果用户发挥主动作用

文本：Jürgen Fürst，SUXES GmbH
 

Björn Alexander Hesse 
锻造工艺优化�
大众汽车公司卡塞尔工厂

服务与支持���



23

访谈录

莱纳赫 � 您曾在哈特贝尔哪些部门工
作过？
在哈特贝尔工作的 25 年非常开心，总结一下：
任职全球服务工程师八年 (其中在日本驻守
了三年)。之后，负责多个国家的售后服务。然
后从事过新机床的销售工作。从 2009 年起在
哈特贝尔日本株式会社，负责销售和售后服
务。返回瑞士以来，一直在全球项目和产品管
理部门担任新机床项目经理。

您现在的职位负责哪些工作？
支持我们新机床的销售。与客户签订合同并
成为客户联系伙伴后，接管项目。关于技术和
商业合同合规性的项目责任。在产品管理团
队中，我们根据市场情况开发我们的机床产
品组合。

您可以利用以前职位获得的知识从事当前的
工作吗？
从头开始学到一些东西后，它在您的整个人
生都会有用。此外，这些年来，我亲自面对面
地接触过 100 多家全球哈特贝尔客户。这种关
系网对于客户以及我们的供应商而言均非常
宝贵。对于全球哈特贝尔附属公司，也是如
此。

如今，哪些工作需要您去接触国外的客户？
对于客户而言，我们先进的产品需要有很强
烈的学习意愿。在操作系统时，我为客户提供
支持，让他们了解锻造设备的基础知识，并建
立和扩展他们的技能。其中内容广泛，包括从
建立机床基础到成型流程中产品特定主题的
多个方面。

姓名：  Daniel Krieg，项目经理�
职位：  项目和产品管理�
在哈特贝尔的工作时间：  1996�年至今

兴趣爱好：

驾驶自行翻新的露营
车穿越瑞士和欧洲。

滑雪、散步、在篝火旁
谈论哲学、文化、旅
行以及摆弄自己的
花园。

我对哈特贝尔工作特
别满意的地方：
我们的机床处于技术
前沿。

通过以客户为中心和
符合合同规定的方式
进行良好沟通和处理
项目，从而培养了满
意的客户。

与国际客户和哈特贝
尔团队关系密切。

有没有您特别喜欢的哈特贝尔机床型号？
为了尽可能让各种客户使用，作为新的维护
工程师，我更喜欢较小型的 COLDmatics 和最
大型的  HOTmatic  机床。在日本工作期间，我
非常喜欢对所有类型机床进行维修、检查和
大修。我非常赞赏我们机床产品组合的多样
性。

目前您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什么任务或什么项
目上？
目前，我从事以下亚洲机床项目：HM75XL、 
AMP20S、CM725WS、CM 4-5ECO  和  AMP30S。
我所关注的是让各个机床达到在瑞士原产地
的状态，同时随同派遣调试专家到遥远的国
家工作。由于疫情原因，需求不断变化，出国
工作已成为非常艰辛的挑战。

与不同文化背景的客户合作对您有什么影
响？
不同文化、语言和企业文化丰富了我的阅历。
对于世界各地的客户，尤其是亚洲客户群，我
能够从容应对。我在日本遇见了我的妻子。学
习了平假名和片假名两个日语脚本，因此我
能够阅读我们机床的控制面板，能够看懂餐
厅菜单、点菜以及独立出差。我可以谈论几个
小时甚至更多的类似奇闻轶事。

�� ����杰出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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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

Hatebur Umformmaschinen AG
General Guisan-Strasse 21，4153 Reinach， 
Switzerland
电话：+41 (0) 61 716 21 11； 
传真：+41 (0) 61 716 21 31 
info@hatebur.com，www.hatebur.com

分部

Hatebur-Lumag Services AG
Birchmatte 9，6265 Roggliswil，Switzerland 
电话：+41 (0) 62 754 02 63； 
传真：+41 (0) 62 754 02 64 
info@lumagag.ch 

Hatebur Umformmaschinen GmbH
Bahnhofstrasse 18，51674 Wiehl，Germany
电话：+49 (0) 2262 761 65 68； 
传真：+49 (0) 2262 761 65 69 
sales@hatebur.com

哈特贝尔金属成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市肇嘉浜路 789 号
均瑶国际广场 7 楼 B1 室，200032
电话：+86 (0) 21 6417 84 28； 
传真：+86 (0) 21 6417 84 22 
info.cn@hatebur.com

Hatebur Japan K.K.
Kowa Shibakoen Building 5F, 1-1-11 Shibakoen, 
Minato-ku 
Tokyo, 105-0011, Japan
电话：+81 (0) 3 5843 7445； 
传真：+81 (0) 3 5843 7446 
info.jp@hatebur.com

Carlo Salvi S.p.A.
Via Tommaso Salvini 10，20122 Milan (MI)， 
Italy
电话：+39 (0) 2 87 88 97； 
传真：+39 (0) 2 86 46 17 88  
carlosalvi@carlosalvi.it，www.carlosalvi.com 

Carlo Salvi S.p.A.
Via Ponte Rotto 67，23852 Garlate (LC)，Italy 
电话：+39 (0) 341 65 46 11； 
传真：+39 (0) 341 68 28 69  
carlosalvi@carlosalvi.it 

Carlo Salvi USA Inc.
4035 King Road，Sylvania，OH 43560，USA
电话：+1 (0) 419 843 17 51； 
传真：+1 (0) 419 843 17 53
sales.usa@carlosalvi.com 

Carlo Salvi UK Ltd.
Unit 4，Cedar Court，Halesfield 17， 
Telford，Shropshire，TF7 4PF，UK
电话：+44 (0) 1952 58 77 30； 
传真：+44 (0) 1952 32 71 80
sales.uk@carlosalvi.com

卡锣萨尔维�(广州)�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中国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 
中山七路 65 号 
富邦中心 1404 室 
510140
电话：+86 (0) 20 8173 46 72； 
传真：+86 (0) 20 8123 93 59
gm.china@carlosalvi.com

欢迎 
莅临！

2021 年 7 月 27 日 – 30 日
中国国际金属成型展

地点：中国，上海
公司：Hatebur Umformmaschinen AG

2021 年 10 月 26 日– 28 日
2021�美国锻造博览会

地点：美国底特律
公司：Hatebur Umformmaschinen AG

2021 年 11 月 10 – 11 日
2021�年意大利国际紧固件展

地点：意大利米兰
公司：Carlo Salvi S.p.A.

我们期待在展会�
上与您相会！

许多活动存在延期情况， 
请于活动前不久在相关网站 
上查看活动的执行情况。 
感谢您的理解。


